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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08月 30日下午 16時 00分 地點: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校長文旗 記錄:簡妗倫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會議開始，司儀朗讀會議程序 

貳、校長校務報告 

   一、首先謝謝大家，也感謝家長會團隊撥空與會，介紹總務處新任主任吳勝     

       雄老師，感謝湯人勳主任的辛勞，也謝謝吳勝雄主任繼續接棒，期望大       

       家一起攜手再為學校打拼，為師生們努力。 

   二、頒發 7.8.9年級導師聘書，再次謝謝導師們一直以來發揮愛心與耐心，     

       陪伴學生成長。 

三、因為有老師們的支持與家長會強力的後援，行政同仁們非常積極的推動

各項校務。這一兩年來，外界的口碑、家長的肯定；以及同仁們的回饋，

對於學校的前景及各項表現充滿了信心，真的令人欣慰。 

四、本學期繼續推動各項校務，加強品德教育，深耕閱讀，持續改善校園環

境，校舍耐震補強工程，行政樓防水隔熱工程及廁所整修工程等，都逐

步進行中，待完工後，大家又往優質卓越學校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五、課備日安排的各項研習都是各處室精心的規劃，請大家務必準時出席，   

    全程參加。 

六、最後祝福同仁闔家順利平安，身體健康，校務推動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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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 介紹教務處新進伙伴王翊亘教學組長。 

二、 感謝暑輔指導老師及所有協助教務處的老師們，大家辛苦了。 

三、 課務如須調整者，請於 9月 8日(五)16時前完成並告知教學組。(調整相關  

    規定，請參考教學組書面說明) 

四、 9月 5、6日(二、三)舉行 9年級複習考，請 9年級任課教師依課表至班上  

    監考。 

五、 9/18(一)第 8節課輔開始上課。 

六、 9月 4-7日(一～四)召開第 2次教研會。 

七、 8、9年級預計於開學後三周內辦理補考，補考辦法由各科教研會議定。 

六、8/30(三)午休，7年級資訊股長幹部訓練，並發下 7年級資訊盒，8/31(四)   

   早自修，服務股長幹部訓練，場地:中央穿堂。 

七、9/11-9/22進行 7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八、教務處學期重點工作如下： 

(1)106學年度推動重點工作—推動深耕閱讀計畫、提升英語能力計畫、推動    

   國際教育、推動創客教育暨開發科技領域課程。  

(2)106學年度數學領域教育實驗計畫(活化數學 E起來)及數學領域分組適性   

   計畫為重點發展計畫。 

(3)106學年度每學期每位正式老師須辦理一次公開教學演示。 

九、黃方妤老師宣導-福營國中領域館藏表。（如附件 1) 

學務處 

一、 學務處人員編制： 

訓育組：組長柯旻慧老師/協助行政陳綺徽、林金鳳老師。 

生教組：組長蔡友文老師/協助行政黃荃榆、吳昭漢老師。 

衛生組：組長邱義宏老師/協助行政曹修維老師。 

體育組：組長黃志忠。 

護理師：吳文玉、王香媛女士。 

幹事：賴昭君小姐。 

午秘：林淑敏小姐。 

二、 學務處今年重點工作： 

(1)加強學生品德教育，持續以學生零染髮、手機集中保管、校園學生零遊民 

   為目標，請全校教師共同來配合協助幫忙。 

(2)落實輔導三級預防，導師、學務處責任分工落實。 

三、 8/30(三)~9/8(五)，友善校園週，反毒反黑反霸凌宣導。 

四、 8/30(三)開學日，早上 7:45~8:15為打掃時間，8:25開始進行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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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開學的貼心叮嚀： 

(1)嚴禁體罰學生。 

(2)確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輔導管教學生。 

(3)三級預防輔導機制—初級預防 

(4)落實導師責任制，發揮導師功能。 

(5)開學後確實掌握班上學生出缺勤，無故未到，務必通知家長並留下記錄。 

總務處 

一、 新學年因職務異動，同仁座位隨之調整，如與公告座位分配圖有所不同， 

    以及辦公室內公物有缺損，或是班上公物、課桌(椅)有損壞情形，請通報    

    本處立即處理，亦請導師協助給予班上學生指導。 

二、 新學期要申請校園汽(機)車停放的同仁，表格在會議的資料內，請同仁填 

    妥資料於 9/15(五)前至出納組繳納 106年 10月~107年 1月汽車停車費。 

三、 因耐震補強的關係，原則上除了英專、專一、體育、行政同仁不受影響外， 

    五樓會議室暫時為老師休息室，導師開會的位置就是自己的休息位置，因  

    尚有許多空位，請同仁自己安排自己合適的位置。五樓目前有兩台冰箱、 

    兩台微波爐，電鍋部分請老師自行攜帶上來。 

四、 因耐震補強的關係，掉在二樓辦公室窗台上的雨傘，已集中在專一辦公室， 

    麻煩同仁撥空拿回自己的雨傘 

五、 為了維護公共區域整潔安全，請勿將私人物品放置地下停車場及公共區域。 

六、 持續推動「四省專案」省油、省水、省電、省紙，為了永續環境愛護地球， 

    請同仁一起支持響應。同時在校園內，使用電器、烹飪、野炊等，務必做  

    好安全防範。 

七、 持續推動校園綠美化，有助環境生活品質提昇，各班負責澆灌花草同學，  

    務必盡責照顧，讓校園景觀更加綠意盎然，若同仁有空希望加入幫忙。 

八、 為了維護校園師生安全，請同仁加強對陌生人士警覺意識，如發現不善人 

    士入侵校園，請務必保護自我，如有餘力請通知周邊同仁協助處理。 

九、 會議的資料內有耐震補強後校園教室配置圖及同仁座位表。 

輔導室 

一、 106學年第 1學期家長日訂於 9/14(四)晚上辦理。 

二、 逢教育部經費刪減與本校減班，106學年度兼輔教師將由目前的 5位，縮編  

    為 3位。部份班級的輔導教師將會更換，將另行告知導師。 

三、 學校社工溫文傑自 106年 8月 1日起駐站本校。 

四、 資料組將持續請導師、輔導老師、學生及家長落實填寫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與生涯檔案。 

五、 本學期 8年級技職參訪預定於 10/23~10/27間辦理。 

六、 持續辦理福營小日子徵稿與各年級心理測驗。 

七、 新生酌減人數說明:由於新生人數驟減，為達成增班，故每位 7年級普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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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障生的班級皆先減 2-3人，不如以往後減的模式，此部分請 7年級導師 

    見諒，有任何學生問題或疑慮，特教組必協助處理。 

八、 懇請導師有機會的話，能夠給予非智能障礙學生的特殊學生擔任幹部或小老

師機會，(例如:學障、自閉症或情障的學生)，讓他們從中學習負責任的態

度與協助同學的機會，增進他們的學習及生活經驗，進而也在適性安置輔導

的升學管道中有更佳的成績，錄取至更適合的高中職。 

九、 數理資優班將於 9/6-9/7早上 9點至下午 16點進行初選報名，逾時不候。

請 7年級導師特別幫忙宣傳，請對數理科有興趣的學生，至特教組報名。相

關紙本資料已經交予各班導師。若需要報名資料，可自行上網下載或至特教

組索取。 

十、技藝班今年開設一個自辦班與五個合作班，預計 9/8（五）早自習集合學生 

    舉行開課典禮，9/12（二）正式上課。往常下學期辦理之技藝班成果展將 

    提前至上學期期末 107/01/02辦理。 

補校 

    本學期補校課程內容豐富多元，安排有國文、英文、數學、自然、休閒生活、

電腦、書法、日文等，非常有特色，並且一直深受學生喜愛，十分感謝老師們的

協助。也歡迎大家協助宣傳，鼓勵左鄰右舍一起來學習。 

 

人事室 

一、同仁之連絡電話、連絡地址、及戶籍地如有變更，請隨時向本室更新。 

二、請假手續： 

   (1)假卡送出後，請儘速通知代理人進入系統簽核；代理人也請儘速完成簽   

      核，勿拖延多日。 

   (2)補休期限是 6個月內。 

   (3)請補休時，毋需在系統上申請補休單，只要在請假事由欄位註明加班事    

      由，勾選『紙本自行查核』。 

三、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 

    請同仁填寫申請表 1份，於 106年 9月 13日前檢齊相關證件洽本室辦理。 

    1、子女隨在台澎金馬地區居住，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 
       生，可按規定申請： 
     （1）於本校第一次申請時，需繳驗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以確認親子關係，爾後除申 
           請人之親子關係變更需主動通知人事室外，無須繳驗。 
     （2）除國中、國小無須繳驗證件外，公私立高中（職）以上須繳驗學雜費收據正本，  
           如係影本應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轉帳繳費或以信用卡繳費者，應併附 
           原繳費通知單。 
    2、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公教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時，其 
       未婚子女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包括寒暑假短期打工），且開學日前 6個月工作平 
       均每月所得（依所得稅法申報之所得）超過勞工基本工資者（目前為 21900元）者， 
       以有職業論，不得申請補助。 
    3、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但不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 
       獎學金、民間團體獎學金及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獲有全免(減免)學雜費或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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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獎助者：(一)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二)屬未具學   
       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三)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四)就讀無特定修 
       業年限之學校。(五)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優 
       待。(六)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 
    4、除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全免(減免)學雜費及政府提供獎助者，得依表訂數額請領 
       補助外，其餘未具上開不得申請補助情形，如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 
       訂數額，僅得申請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5、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件。其 
       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如有轉學、轉系、重考、留級、重修情形， 
       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不 
       得請領。但行政院 97年 6月 30日院授人給字第 0970062537號函修正之「子女教育 
       補助表」規定實施前，已依原規定請領補助有案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得依規定修 
       業年限，繼續補助至應屆畢業年級為止。 
     6、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包括離婚、分居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 
        不得重覆申請。 
     7、重申： 
        夫妻切勿重覆請領。又如具有其他學雜費補助身分（例如原住民、身心障礙等）   
        且已申請該身分之學雜費補助者，或子女就讀私校且已依教育部齊一公私立高中 
        職(含五專前三年)學費方案給予學雜費補助者，不論金額多寡，均不能再申請公 
        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請具有雙重補助身分者，務必審慎選擇，以免衍生責任追 
        究爭議。 

四、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請同仁遵守規定以免

因違法兼職致生懲處情事。 
（一）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

辦理； 

      復查「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如下： 

      (一)第 13條：「(第 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        .(第 2項)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 

          人。...。」 

      (二)第 14條第 1項：「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三)第 14條之 3：「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四)依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兼職之範圍，係以「依法令兼職」、「兼 

          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及「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為限。 

（二）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 

      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條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相關規定 

      辦理。 

          又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條：「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 

          在外兼課或兼職。」，本部並訂有「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據以規 

          範公立學校教師之兼職事宜，重要規定如下： 

     (一)第 2點：「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 

             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並不 

             適用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二)第 8點：「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 

             求，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  

             請。」。 

     (三)第 9點：「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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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三)對本 

 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各級學校應就教     

 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四)爰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在不影響本職工作前提下，其得兼職 

             範圍及職務，係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3點及第 4點規 

             定辦理，並應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 

    （五）第 4點：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 

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   

              人等職務。但兼任下列職務者，不在此限： 

           １、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  

               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 

               部監察人、具獨立職能監察人。 

           ２、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 

               公司之獨立董事。 

           ３、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董事，其經學校同意，並 

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 

        (１) 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 

術者。 

        (２) 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 

             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者。 

          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 

              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五、宣導年金改革：（如附件 2) 

﹙一)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業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總統公布，自民國 107年 7月 1日起施行。 

﹙二)「人事數位典藏館」 

    （http://eps.ntpc.gov.tw/peolab/)，有條文內容及試算程式可供同仁參    

     考運用。 

﹙三)改革重點有： 

1、調高退撫基金提撥費率，自現行的 12%逐年調高至 18%。 

2、逐年調整退休金計算基準，將來會以最後在職前 15年平均俸額做為計   

   算基準。 

3、調降優惠存款年息，民國 110年起歸零。 

4、取消年資補償金。 

5、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 

6、調整遺族年金請領資格。 

7、延後支領全額月退休金之年齡，公務人員為年滿 65歲，教育人員為年 

http://eps.ntpc.gov.tw/peolab/)，有條文內容及試算程式可供同仁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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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58歲，但符合過渡期間指標數者，不受限制。 

肆、家長會長郭文一會長致詞： 

        感謝家長會團隊的伙伴們，一直以來的支持。新的一年新的開始，再一     

     次拜託老師們，協助幫忙栽培這些孩子。有機會也協助宣導新生家長加入   

     家長會，一同為下一代的未來努力。 

伍、提案討論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6 學年度「協助校務教師減課時數每週 54 節」(至 106 年 8 月 29 

日止)。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 100.12.30.北府教中字第 1001885666號函：「54~62班以

上協助校務教師減課時數每週 54節」辦理。 

二、本學年度「協助校務教師減課時數情形如下」：協助行政 10人共 48 節、

推動專案教育 4人共 4節、社團負責人 1人共 1節、教師代表協助行政 1

人共 1節，合計 54節。 

三、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協助校務減課計畫表 
106學年度協助校務減課計畫表 

職稱   協助行政 專案計畫 社團 教師代表協助行政 

姓名 

 謝錦盛   

 吳勇賜 

 陳玉芳 

 曹修維 

 陳綺徽 

 黃荃榆 

 吳昭漢 

 林金鳳 

 李宥霖 

 葉正光 

呂佳珊-(外師窗口)-1 

賴啟能-(食農教育)-1 

吉渥絲-(原民教育)-1 

石美瑜-(適性分組.教育實

驗)-1 

湯人勳- 

(籃球社)-1 
陳志全-1 

合計 -48 -4 -1 -1 

共計 -54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154人出席；122票同意、0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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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生組 

案由：本校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 

說明： 

一、依據105年8月15日北教學字第1051500264 號函辦理。 

二、本校為健康促進一般學校，來文規定計畫須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相關計畫如附件說明。（如附件 3) 

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依時程辦理本年度健促計畫之各項活動。 

決議：154人出席；121票同意、0票反對，同意票過半數，本案通過。 

 

陸、散會【17：20】 


